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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教育

退休老教师
重返校园探新貌
教师节前，老教师孙全新收到别样节日礼物

走进体育场，感慨校园变化大

9日下午2点40分，
孙全新走进了济宁市
南池小学。退休多年的
他之前在南池小学一
直担任体育老师。学校
在其原址上进行了新
建 之 后 ，还 从 未 回 来
过。“不想回来打扰到
别人，也怕惊扰了孩子
们上课，所以虽然心中
对自己工作过的这片
土地怀着念想，却一直
没再来过。”孙全新说。

刚走进校园，孙全
新最好奇的肯定还是
学 校 新 建 的 体 育 场 。

“我在这儿教了大半辈

子体育，最关心的当然
还是我的体育课。”说
完 ，孙 全 新 笑 得 很 开
心，嘴里还不住地念叨
着，这两年早就听说学
校的体育设施特别棒，
今天一定要探个究竟。
虽说早有心理准备，可
走进新建的体育馆，孙
全新还是大感意外。该
校副校长王静在一旁
告诉他，这个体育馆房
顶采用特殊的采光技
术，在室内打球的时，
光线也如在室外一般。

“而且体育馆还有洗浴
室 ，孩 子 们 上 完 体 育

课，可以在这里简单洗
洗。”王静说。

听说有这么多新
设施，孙全新连拍了两
下手，说道：“现在的孩
子们可享福了，我教课
那 会 儿 ，哪 还 想 着 洗
洗，都是灰头土脸地就
回去上课了。”不过最
让他心动的，还是体育
馆内的体育设施，孙全
新特意走到篮球架旁
比划了一下，兴冲冲的
对着大家说：“虽然如
今身体不行了，可看着
这场馆，仍想痛痛快快
打场球。”

重新回讲台，与孩子重温往昔

走进教学楼，孙全
新 的 第 一 反 应 就 是 ：

“楼道宽了！”接着他走
进二年级五班，一名学
生走上前，为孙全新带
上了鲜艳的红领巾。五
班的班主任张晓静对
全班同学说：“明天就
是教师节，孙老师是咱
们学校的老教师，现在
大家欢迎孙老师与我
们分享他记忆中的南
池小学。”又重新登上
讲台的孙老师显得有
些激动，站在讲台上看
着全班学生，足足有一

分钟没有说话。
“同学们，离开校

园后我就很少回到咱
学校了，更别说如今的
新校园了。”孙全新说，
看到现在的孩子们有
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
他感到很欣慰。“以前
学校的操场很小，而且
也没有这么多的体育
设施与器材。”孙全新
站在操场上环视四周，
他告诉学生们，如今这
种现代化的体育馆他
退休前更是想都不敢
想 ，同 时 也 鼓 励 学 生

们，要好好学习，加强
体育锻炼。

随后，在体育教研
室里，孙全新和学校今
年新招的几名年轻老师
围坐在一起，聊起了过
去在南池是如何教体育
的，又听了听年轻老师
们所带来的新的教学理
念。听到有趣的地方，孙
全新不时的点头称赞。

“当了一辈子的老师，这
是一份让我意外又难忘
的节日礼物，更希望咱
们学校会越办越好。”孙
全新说道。

在第2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济宁市南池小学为已
退休老教师孙全新送上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回
到新落成的校园里，在学生们的引领下看一看新校
园，走上讲台和孩子们聊一聊。

课堂上传授理论课，车间里教授实践操作

她是老师
更是好技师

从未穿过裙装，整天泡在车间里

在实训中心，张玉
香正指导着学生进行数
控铣床操作。机床里刀
具飞速旋转进行着铁块
的切割加工，不时有铁
屑和火花嘣出。现代化
的数控机床设有防护
罩，大大减少了烫热的
铁屑对人体的伤害。

今年39岁的张玉香
已经在济宁职业技术学
院机电工程系工作了11

年。与普通老师不同，除

了教给学生理论课程，
她还要进行实践操作的
演示。曾在济宁一家机
械公司一线有过四年工
作经历的她，教起学生
实践操作得心应手。为
了提高自身的理论知识
水平，她自学完成了山
东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课程。去年，张玉香被评
选为“济宁市有突出贡
献的技师”。

因为学校非常注重

实践课程，“双师型”老
师们需要整天泡在实
训车间里。虽然数控机
床调试好程序就可自
动完成零件的加工，但
是机床的控制面板上
有近百个按钮，让人看
着手忙脚乱。在车间里
教课，套上工作服更为
方便，张玉香从未像别
的老师那样穿得体体
面面，更没有穿过漂亮
的裙装。

经常加班教学，多亏了家人支持

除了正常授课，张
玉香还带参加各种比
赛的学生。这些比赛看
的是学生的技能功底，
为此每天他们都要比
别的同学多练习一个
小时，张玉香都在一旁
陪伴着。而到比赛前一
个月，更是每天练习到
夜里十一点。“那些日
子累的回家倒头就睡，
根本顾不上家务事。”

张玉香说，而这也多亏
了家人，尤其是同在学
校任教丈夫的支持和
理解。

“在车间里一天下
来身上满是机油和切
削液味，女儿今年刚上
初一，她小时候一回家
就嫌我身上有味。”张
玉香说，现在女儿长大
了，也能理解妈妈的工
作，让她特别欣慰。因

为经常加班，很少陪孩
子吃饭、逛街，想起这
些，还有些愧疚。

实训车间里十几
台机床同时运转，噪音
特别大，在这种环境下
呆久了张玉香与人交
谈的声音也比常人高
一些。“别人拿粉笔，我
们操作机床，有时候想
想 也 觉 得 特 别 有 意
思。”

何为“双师型”教师，是指他们既是老师，还是技师。既能
传授给学生理论知识，又可以进行实践操作指导。39岁的张玉
香便是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双师型教师，整天泡在实训
车间里，给学生们讲解并演示着机床操作知识。

本报记者 汪泷 通讯员 付吉庆

同学们带领着孙老师参观新校园。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技能要求严格，生活关怀备至

每天与学生呆在车
间里，师生间的关系非
常融洽。“女老师心细，
经常嘘寒问暖，让我们
感觉特别幸福。”一位学
生一边清扫着机床，一
边告诉记者张老师在实
践课上对他们要求特别
严格。今年刚大二的他
们，已能独立操作机床。

“我经常告诉他们，
学生也是一种职业，只
有把这个职业做好了，

毕业后才能做好别的职
业。”张玉香说，有时她
看不惯学生只会低头玩
手机，就说手机谁都会
玩，但是机床不练就是
不会，等毕业找工作时
后悔就晚了。“少数学生
觉得我啰嗦，对此我只
能哈哈一笑。”

11年的教学过程，
张玉香送走了一批批的
毕业生，现在有的学生
已在企业当上工段长，

每月工资四五千，比当
老师的张玉香多出不
少，可有技术上的问题
时还会向她请教。不时
也有企业碰到难题时给
她打电话询问。理论和
实践知识都很扎实的
她，到了企业或许会获
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但
她不受诱惑。“就是喜欢
当老师，把我所知道的
传授给学生。”张玉香这
样说。

张玉香正在指导学生机床控制面板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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